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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第七届““中铁二局十大杰出青年中铁二局十大杰出青年””

石伟，男，1982 年生，汉族，中共党

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现任一公司

副总经济师、杭州丰北停车场项目部项目

经理。

自担任项目经理以来，他克服项目施

工工程量大、作业面广、工期紧、班（组）

多，以及施工图纸、管线改迁迟迟无法到

位、借地时间拖延等不利因素，认真贯彻

落实“现场施工生产与临建同步进行”

“进场即大干”等管理理念，运用“智慧

工地”平台与现场应用相结合的方式，确

保了安全生产、工程质量、形象进度、成

本效益，提升了企业形象，建设单位、质

量监督单位评价良好。面对疫情的考验，

合理安排人员，多方协调资源，带领项目

部管理人员完成了公司下达的各项管理

目标，实现责任成本节约3%，较业主下达

的施工计划提前 90天完成，单月产值最

高达7858万元。

荣获 2018 年度杭州地铁工程党建

“四创争十佳”优秀共产党员、中铁二局

华东指挥部 2019 年“诚信履约，奋勇争

先”开路先锋杯劳动竞赛活动先进个人等

荣誉。

石 伟
（一公司）

刘启飞，男，1987年生，汉族，中共党

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现任五公司

K1快速路项目总工程师。

自2009年7月参加工作以来，在技术

管理、技术创新、创收创效等方面下功夫，

为项目管理做出了积极贡献。在技术管

理方面，他进行混凝土开裂性研究并编写

了《混凝土抗开裂研究报告》，在二局首届

试验技能竞赛中取得第二名；团队参加五

公司midas /CAD软件技能比赛，分别获得

一、二、三名的成绩，他取得第一名；在

方案优化技术创新方面，他先后编制了一

级方案 12项，由他主编的《提高斜拉索

安装进度》荣获全国工程建设优秀QC成

果三等奖；在创收创效方面，在成都市世

纪城路府河桥项目，由他编制的工程变更

批复达到 940余万元。针对K1快速路项

目边设计边施工的特点，以隧道道路沉降

控制、地质条件不良、工期紧等为条件进

行设计和施工方案优化，积极为项目创效

增收。

荣获“中国中铁青年岗位能手”“中

铁二局优秀共产党员”“五公司首席职

工”等荣誉。

刘启飞
（五公司）

徐强，男，1985年生，汉族，中共党员，

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现任东莞水污染

治理项目部作业三队队长。

徐强所带领的项目管理团队负责东

莞、中山、惠州、肇庆、儋州等5个城市的8
个独立核算项目，累计荣获各级各类集

体、个人荣誉 16项。他带领的东莞水污

染治理项目作业三队以连续 3个月月均

产值近 1亿元的成绩完成节点工期目标，

盈利近 7000万元；海南西环海头站全线

排名从倒数第一跃升至土建及装修进度

第二；中山悦珑湾项目创造了深圳公司住

宅项目 3天一层楼的新纪录。立足中山

市场，通过干好在建促进滚动经营，在中

山、肇庆、惠州等城市先后中标工程4项，

合同额达 10.92亿元。5个在建项目上缴

公司收益率均高于责任成本考核目标，为

公司贡献现金流1.07亿元，超额完成公司

下达的资金集中管控目标；累计培养项目

班子成员和项目部门负责人 20余人，团

队过考一级建造师3人。

荣获海南省西环高铁建设“先进个

人”、深圳公司“十大优秀员工”“十大经营

标兵”等荣誉。

徐 强
（深圳公司）

周琪芳，女，1988年生，汉族，中共党

员，硕士研究生，现任埃塞俄比亚工程指

挥部商务部部长。

她 18岁入党，2013年硕士毕业逐梦

非洲至今。作为企业“走出去”的探路先

锋、沟通桥梁，周琪芳业务能力过硬。无

论是与驻在国高层的协调会，与业主单位

的商务谈判，还是与乡村部落的征拆协

调，都有她为企业发声的身影，至今已翻

译会议200余场。她投身项目施工、验收

及移交谈判各环节，在 2018年底亚吉铁

路移交谈判中，她据理力争，与团队一起

实现调增合同价格近 2500万美元，保证

了亚吉铁路按时开通。2019年底，铁路沿

线洪水肆虐，她带队完成征拆任务，为抗

洪抢险扫清了障碍。新冠疫情之初，周琪

芳坚守抗疫一线，想法设法为国内采购防

疫物资。海外疫情爆发后，她无惧感染，

蹲守机场，为同事归国之路保驾护航。而

她自己却在今年春节前夕毅然踏上返埃

之路，成为“最美逆行者”。8年将近，周琪

芳依旧坚守海外，誓用青春在“一带一路”

践行对企业的忠诚！

荣获“中铁二局第一届国际化人才大

赛”个人二等奖，所在亚吉铁路入选 2018
年“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境外工程）”。

周琪芳
（埃塞指挥部）

何金京
（房地产公司）

何金京，男，1989年生，汉族，中共党

员，本科学历，工程师，现任房地产公司投

资发展部部长。

自 2019年 9月任投资发展部部长以

来，他紧密围绕“盘存量、谋发展、强管理”

总体部署，在项目处置上，制定“三个平行

推进”的工作思路，全力推进存量土地盘

活，成功处置转让资阳沁峰公司 100%股

权及债权，盘活 118亩存量土地资产 3.3

亿元，释放财务资源占用 1.03亿元，实现

投资收益 4380 万元，两金压降 25783 万

元。不断推动历史遗留问题解决，促进了

达州翠屏山项目与政府建立长效沟通机

制，成都锦南汇、大邑花水湾、天津海滨等

项目土地资源盘活也在稳步推进中。组

织对成都长久一巷地块、南宁五一西路地

块、中铁二局西安总部基地等 30余个项

目进行拓展。主动融入集团公司立体经

营战略，深入参与保定市主城区城中村连

片开发ABO、长春地铁 5号线、中国中铁

黑龙江总部基地等立体经营项目，中标金

额共计104.45亿元；积极推进并成功实现

中铁二局与保利发展、卓越地产等大型企

业集团全方位的战略合作。

荣获“中国中铁优秀团员”“中铁二局

信访维稳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

雷超，男，1987年生，汉族，中共党员，

本科学历，政工师。现任新运公司磨万铁

路工程指挥部党支部书记。

2018年 1月远赴老挝万象，从荒芜到

繁华，从制梁到铺轨，雷超同志一步一个

脚印踏在老挝淳朴而广阔的土地上，布局

设计并建设了中老铁路首座异域梁场

——万象制梁场，由此开启了中铁二局新

运公司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扩展模

式。在抓好施工生产的同时，他组织开展

农冰村“课外辅导员”等活动，带头援建阿

速坡救灾桥梁，抢通了阿速坡南向的生命

通道，厚植了中国、老挝两国人民传统友

谊基础。因其在中老铁路无私奉献和卓

越表现，先后获得老挝国家发展勋章、中

国中铁“优秀共产党员”、中老铁路“管理

精英”和中铁二局“优秀党务工作者”“金

牌职工”“劳动模范”等集体和个人荣誉称

号。该同志是“一带一路”倡议下，中铁二

局千万个奉献个人青春和智慧的优秀青

年代表。

获得“四川省抗震救灾先进个人”“中

国中铁优秀共产党员”“中铁二局金牌职

工”“中铁二局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所

在集体获得老挝国家发展勋章表彰奖

励。

雷 超
（新运公司）

沈 垒
（电务公司）

张顺勇
（四公司）

张顺勇，男，1984年生，汉族，中共党

员，在职研究生，高级工程师，现任四公司

沈海公路项目部项目经理。

自 2008年入职至今，踏实肯学、扎实

肯干，成长为四公司桥梁技术管理骨干人

才。2009年该同志在四公司成灌铁路崇

义特大桥工点负责跨成灌高速公路连续

梁施工，15天完成 0#块施工，120天完成

连续梁全桥施工，刷新公司施工记录。

2013年，他担任四公司黄延公路项目总工

程师，安全高效的完成了全局最高墩（121
米）施工，也是四公司第一次掌握液压爬

模技术。2020年至今，他在四公司沈海公

路项目担任经理、党支部副书记，在业主

平安工地考评、劳动竞赛考评中多次名列

前茅，在项目管理中果断决策，为项目增

效1520余万元。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1项、“四川省优

秀质量成果”1项、“集团公司优秀工法“3
项，“中国中铁青年岗位能手”、中咨海南

代建指挥部“2020年度平安工地考核第二

名”等荣誉。

杨 柳
（六公司）

杨柳，男，1982年生，汉族，中共党员，

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现任六公司副总

经济师。

历经哈大铁路、湘桂铁路等重点工程

项目。杨柳自 2011 年开始钻研经营业

务，调到中铁二局机筑公司经营开发部

后，始终坚持“不仅抓实当下，更要面向未

来”的经营思路，为六公司申请了环保、消

防等 9个专业承包资质，为企业下一步产

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有利条件。主持中标

了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杭州地铁一号线三

期工程、东莞市污水处理整治工程等多个

重点项目。仅一年内，他参与的铁路、公

路、市政等项目投标高达 57个，参与中标

金额约 33亿元，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和社

会效益，为企业顺利开拓河南新市场、重

塑机场施工领域核心竞争力、顺利进入环

保施工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企业经营

的合理布局打下了坚实基础。

荣获“中铁二局安全生产先进个人”

“中铁二局经营先进个人”“中铁二局劳动

模范”等称号。

沈垒，男，1984年生，汉族，中共党员，

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现任电务公司智

能化分公司总经理。

他历任电务公司 7个项目和中铁智

慧公司主管工程师、总工程师等职务；参

与获得国家专利2项，参与编制标准2项，

参建的深圳北站、武汉桥梁科技大厦荣获

“鲁班奖”。2017年，被集团公司聘为通信

与网络专业技术带头人，高速公路机电三

大系统专业评委。2018年，他担任智能化

分公司总经理，两年完成巨大产值，并一

举扭转经营状况不佳状态，员工收入大幅

度提高。目前，在建项目创造效益良好。

在高速公路机电和楼宇智能版块，他协助

企业积攒了价值可观的任务储备。分公

司 2020年在建项目 6个、收尾项目 6个，

沈垒以其精通的专业技术，支撑了科学、

高效的项目管理，所管工程全面杜绝安

全、质量事故，其中遵余项目荣获项目、项

目经理信誉评价双双第一名，开投年度三

级子公司信誉评价A类，质量目标考核第

一名等 3项桂冠。分公司 BIM技术应用

荣获青岛地铁公司成果大赛第一名。

荣获 2011年“中国中铁青年岗位能

手”、2020年“中铁二局年度劳动竞赛先

进个人”等荣誉。

何 政
（二公司）

何政，男，1986 年生，汉族，中共党

员，本科学历，高级政工师，现任二公司团

委书记，通江县毛浴镇川云村驻村工作队

队长。

他是一名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3年

来，特别是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期

间，积极协调省直单位，通过国外渠道联

系购买医用防疫物资，在关键阶段为通江

县捐赠口罩2万只。在脱贫攻坚中，带领

村干部苦干实干，狠抓基础建设，新建水

泥路 9.8公里，硬化道路 10.6公里。建成

集中安置点5个、大型蓄水池6处，实施易

地搬迁28户、危房改造124户。推动产业

扶贫，争取到 95万专项资金，采用“以捐

代建”模式建成富硒兔养殖场，招商引资

流转土地 758亩，发展密李丹参、大马士

革玫瑰等作物，实现贫困村集体经济收入

18.3万元，贫困户每户分红 1200元。开

展消费扶贫，组织策划以购代捐活动，采

购通江农产品上万份，销售额155万元。

荣获“四川省优秀一线扶贫干部”“中

国中铁优秀团干部”等荣誉。

本报南京讯（通讯员宋宝 冯嘉星 郝梅）5月29日晚上，第二十

一届南京“江宁之春”群众文化节成功在中铁二局禄口皮草城举办。

这次活动由江宁区禄口街道及文旅局承办，资产公司南京项目部协

办，演出现场吸引了近3000人到场观看，气氛热烈，反响良好。

活动现场，群舞《心中那面旗》《牛角尖尖》、戏曲联唱《红心向

党》、原创诗文朗诵《党啊，母亲》、快板《春到禄口花含笑》、歌伴舞

《再唱山歌给党听》等特色节目陆续上演，高潮迭起、精彩纷呈。

活动后半段，红色历史小品《横

山烽火》把演出现场的氛围推向了

高潮。小品根据抗日战争时期的历

史事件改编，讲述了一位守旧的老

地主在儿女真诚的劝说与行动的鼓

舞下，重燃爱国之情，毅然投身抗日

的故事。一声声真情呼唤、一幕幕

生死离别……演员们出色的表演，把观众的思绪带回了那个烽烟滚滚

的峥嵘岁月。来自禄口白云路社区的王阿姨说：“小品最后的父女对

话太让人感动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救国救民甘愿奉献一切，真的很

伟大！”

为确保这次活动圆满成功，资产公司南京项目部精心筹划，积极

准备，各司其职，在向当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报备后，

协调物业公司加派人手保障现场安全，确保了整个活动圆满成功。

南京“江宁之春”群众文化节
在中铁二局禄口皮草城举办

青天白日画似锦，

筑路工地在沸腾。

小鸟飞进云雾里，

蟋蟀青蛙不出声。

运输车辆力气大，

满载黑土向前奔。

眼前晃动安全帽，

金光闪跃黄背心。

铁铲翻飞银光闪，

削高填低只为平。

汗流满面没休歇，

欢声笑语破安宁。

机声轰鸣穿云过，

人声鼎沸闹纷纷。

诸多声源来相汇，

组成时代最强音。

不慌不忙装载机，

边挖边放慢慢行。

钢轮胶轮无闲暇，

反复碾压路成型。

工地如棋全牵动，

各司其职紧记心。

主帅决策号令下，

兵将身后紧紧跟。

安全知识天天讲，

安全警钟时时鸣。

上下齐心讲团结，

每日路面向前伸。

上级领导来察看，

笑容满面也放心。

倾尽全力来打造，

誓夺精品好工程！

沸沸·腾腾·的的·工工·地地
·周建华·


